
金圣叹官员交往诗新考
*

陆 林

内容提要 金圣叹与当地官员有关的诗作共有九题，向来为研究其政治思想和生平经历者所关注，内容

分别涉及晚明李瑞和、吴梦白和清初汪爚南、高文芳、夏鼎、吴明相等。与李、汪、夏诗分别写于崇祯十四年，顺

治四年、十二年，而非崇祯十三年，顺治三年、十三年;《下车行》写于顺治十年而非九年，撰述对象是知府高文

芳而非御史秦世祯; 寿“吴明府”诗分别写于崇祯十七年和顺治十三年间，分属明末、清初两个吴姓知县，而非

均为清代吴明相撰;“关使君”是指榷关使而非关姓知府，很可能是顺治十年任浒墅关使的严我公。

关 键 词 金圣叹 史实研究 今典 官员交往 事迹系年 关使君

金圣叹官员交往诗，是指其《沉吟楼诗选》中

所收的与当地官员有关的作品，并非其交游对象

具有行政身份的所有诗作。譬如，《送吴兹受赴

任永州司理》《送朱子庄赴任宜春》等送友诗，就

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其官员交往诗现存者约九题

十四首，多被学者所论及。如陈洪先生《从〈沉吟

楼诗选〉看金圣叹》( 《南开学报》1982 年第 6 期)

虽不以“年谱”、“系年”为题，在金圣叹研究的著

述中，却是对此类写作对象和时间考证最多、问世

最早并影响最大的成果。此后徐朔方先生《金圣

叹年谱》( 《晚明曲家年谱》第 1 册，浙江古籍出版

社 1993 年版) 在此基础上，亦不乏新见。他们的

观点对晚出的吴正岚女史《金圣叹评传》( 南京大

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颇有影响，并在陈洪出版的

《金圣叹传论》(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和

《金圣叹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年增订版) 中

基本保存，笔者《金圣叹年谱简编》( 凤凰出版社

2008 年版《金圣叹全集》附录) 亦多有涉及。陈寅

恪先生曾经说过: “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

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

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

处。”其研究钱谦益、柳如是之诗，便属于对“今

典”的“时地人三者考之较详”的极好实践①。笔

者在陈寅恪重视研究“今典”的思路启迪之下，在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各家之说，对相关著述语

有歧义处予以商订，言或疏漏处试作补遗。有话

则长，无话则短。如有不当，敬请赐教。

送李宝弓诗六首

陈洪云“《沉吟楼诗选》收有送李宝弓诗六

首”，并引《小腆纪传》和《松江府志》“在郡七年，

征拜监察御史”等史料，指出“李瑞和崇祯七年署

官，此诗当作于崇祯十三、四年之间。而诗中称

‘牲璧遍山川’，史载崇祯十三年夏秋江浙大旱。
诗中又有‘秋风忽作美人怀’语，故可定此诗作于

崇祯十三年秋”。徐朔方于崇祯十四年 ( 16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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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作诗送松江推官李瑞和内召。见《沉吟楼诗

选》《送李宝弓司理内召》。诗云:‘七年一鹗坐云

间。’据《松江府志》……李瑞和，字宝弓，漳浦人。
崇祯七年进士，八年起任松江推官，今年召为监察

御史。”笔者将《送李宝弓司理钦召考选》系于十

四年，置《送李宝弓司理内召》于次年，并云“松江

推官李瑞和赴京任监察御史，作诗送之”。
1． 析疑。陈洪所云“送李宝弓诗六首”，在出

版的著作中具体为“《送李宝弓司理钦召考选》诗

六首”②。此六首诗共为两题: 《送李宝弓司理钦

召考选 四 律》和《送 李 宝 弓 司 理 内 召 二 章 ( 逸

诗) 》，但可能是一组诗歌的不同写法。徐朔方及

笔者将后题理解为应召赴任监察御史，不确。因

为，从诗歌内容看，“终为金署读书仙”、“名动君

王已诏求”，均非确知官封御史之言，徐先生注前

句为“时或误传升转翰林院也”，其实是表示圣叹

希望友人官拜翰林的愿景，并非实有误传，也恰恰

说明不是新职调令已下时的作品; 从诗题看，此时

如果是履新上任，就不会说“司理内召”了，既然

还是送“司理内召”，就是送其应“钦召考选”，选

中何官，尚不得知。所以，还是陈洪理解正确，题

目虽异，实为一组。
2． 金诗写作时间。陈洪云李瑞和崇祯七年署

官，徐朔方云八年起任松江推官、十四年召为监察

御史，都是推论而无实证。在他们所引的嘉庆

《松江府志》中，对此没有明确记载。如《职官表

·元明府秩表》“推官”一栏，署李瑞和始任之时

为“阙年”，讫止之年为崇祯十四年，下任林慎起

于“十五年”，故“在郡七年”当如徐朔方所云从崇

祯八年算起，而圣叹送其应召考选之诗，当撰于十

四年，季节则如陈洪云在秋天。一路风尘至京后

经考试而选官到任，应在下年初了。笔者于年谱

崇祯十五年内云圣叹诗送“李瑞和赴京任监察御

史”，误。此年三月“定考选诸臣”，选任官职有各

科给事中、监察御史等，李瑞和等被任命为“试监

察御史”，七月“都察院考定御史”，才考中一等

“准实授”③，远在苏州的金圣叹哪里得知? 进士

履历载其崇祯十五年“壬午行取考选陕西道御史、
两浙巡盐”④，可证。诗句“三年师弟龙门合”，似乎

表明两人已相交三载。至于诗中或云“六年冬日为

慈父”、“为政云间成六载”，或云“七年一鹗坐云

间”，当如陈洪分析“盖取整数言之则曰六载，约略

言之则称七年”，即七个年头、满算六年。
3． 关于卒年。陈洪所引《小腆纪传》作“寻擢

御史，视盐两浙。丁艰归，家居十四载，竟不岀

……国变后十二年而卒”。对照原文，“家居十四

载”为“家居四十四载”( “盐”为“鹾”) ⑤。“国变

后十二年”，即顺治十三年 ( 1656 ) ; 但是所著《廧

东集》最晚纪事为“丙寅”五月即康熙二十五年

( 1686) ( 以下所引该集文字，均由侯荣川博士代

抄，特此致谢) ，又不应卒于“国变后十二年”。瑞

和为“崇祯十五年两浙巡盐御史”( 下任李珽为崇

祯十六年任⑥ ) ，其父亡于三月十日⑦，杭州至漳

浦约两千里，知讯至少一月后，故当在崇祯十六

年; 另其诗有《癸未九月削籍归 里……》( 第 四

册) ，癸未指崇祯十六年，削籍指革职，是指“先是

瑞和为 死 难 左 都 李 邦 华 纠，削 职，以 按 浙 不 简

也”⑧，可见《漳浦县志》⑨和《小腆纪传》所记丁

艰归并非实情，当已有所掩饰。如果“家居四十

四载”按年头算，则约卒于康熙二十五年( 1686) ，

恰为“国变”后四十二年。陈洪看出《小腆纪传》
“家居四十四载……国变后十二年而卒”之间的

矛盾，以前“四”为衍文而径删，易造成其卒于顺

治十三年 ( 1656 ) 的误解。有关清人诗文集工具

书或云其“? ～ 约 1656”，或云“生年不详，卒于顺

治十二年( 1655 ) ”⑩，皆与“国变后十二年而卒”
有关。

4． 关于生年。李瑞和，字宝弓，号顽庵，福建

漳浦 人。著 有《学 夫 诗》、《莫 犹 居 集》、《廧 东

集》。后者存康熙刻本，分体不分卷，共六册。据

《癸卯初度》“五十无闻又过之”( 第五册) ，似生

于万历四十二年( 1614) 。康熙县志云“年八十以

寿终”而未及家居多少载瑏瑡，光绪府志云“家居四

十四载”瑏瑢而未及享年几何。如据“年八十”推算

其生卒: 以万历四十二年 ( 1614 ) 生，则卒于康熙

三十二年 ( 1693 ) ，则与国变后四十二年不合，可

基本排除; 以康熙二十五年 ( 1686 ) 卒，则生于万

历三十五年( 1607) ，又与自述不符。以下根据其

母( 1584 ～ ?瑏瑣 ) 生其年岁、其天启六年 ( 1626 ) 结

婚瑏瑤、崇祯六年( 1633) 中举并连捷进士等因素，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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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年的两种记载列表比较如下:

生年 母龄 结婚 举人 进士 卒年 享年

1607 年 母 24 岁 20 岁 27 岁 28 岁

1614 年 母 31 岁 13 岁 20 岁 21 岁
1686 年

80 岁

73 岁

不是说某人不可能生于母亲三十一岁时，或

十三岁结婚，或二十岁中举，只是觉得种种并非古

人常情之事不该如此高密度地集于一身。故，笔

者倾向于《癸卯初度》“五十无闻又过之”或许不

当理解为此年五十，或诗题、诗句文字有误，而认

为其生卒约为 1607 至 1686。可为此说做旁证的

是: 第四册《丙午老母生朝……》后三是《八月初

七夜》，后六是《三山生日》，次首为《丙午放榜日

作》( 秋闱放榜在八月底、九月初) 。引这一串诗

题，不仅能证明其生日当如履历为“八月二十一

日”，且《三山生日》首联为“六十年来花甲周，那

堪多辱复多忧”，康熙五年( 1666) 丙午为六十岁，

其生恰在万历三十五年( 1607) 。
5． 其他。“进士履历”记瑞和为万历四十四

年( 1616 ) 丙辰八月二十一日生，瞒九岁，此为晚

明常态。朱茂暻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 1618 ) ，十

八岁举人，二十二岁进士，已经是非常优秀了，榜

龄却署为天启六年 ( 1626) “丙寅年八月十二日

生”，结果在履历上就显示为十岁中举。仅此一

点，可见当时吏治的无序。“进士履历”载瑞和

“丙子应天同考”，即其崇祯九年( 1636) 应天乡试

同考官，时人太仓陆世仪记其事: “初丙子南场，

《礼记》分房，松郡节推李瑞和才而佻，与华亭诸

生潘扆通关节，有定约矣。编号者失检，初场卷号

误编太仓增广生孙以敬，二三场则无讹。榜发，以

敬魁选，扆落孙山。”瑏瑥无论此事之真伪，“才而

佻”的恶谥，代表着理学大儒对李瑞和、金圣叹之

类人的评价。瑞和康熙六年撰《书扇与小优》( 尾

联“装孤随处满，色艺肯谁同”) 、《小优一部，经年

入侍，自服事他家，蓦然一见，几不能识》( 第二

册) ，可见其是有过家庭戏班的，可补当代研究所

未及。其卒后，外孙蔡衍 有《哭外祖李顽庵先

生》诗:“山阳一曲泪重重，独向斜晖哭太公。白

简驱邪何慷壮，黄冠归路亦从容。碑踣元祐伤司

马，星殒将营哭卧龙。无我文章谁独擅，外孙终愧

色丝风。”瑏瑦

《贺吴县汪明府涵夫摄篆长洲》

陈洪考此诗云:“汪涵夫，《吴县志》卷六十四

有传:‘汪爚南，字涵夫，麻城人; 举人; 顺治二年

豫王选知吴县。时兵燹未息，流亡载道。招徕安

集，人民始定。……四年，丁母艰去。’……据《苏

州府志》，长洲知县沈某于顺治三年二月调升，八

月方由田某接任，空缺计半年。汪涵夫摄篆长洲

当即此半年中事。圣叹此诗可断作于顺治三年

二、三月间。”徐朔方于顺治三年内亦云汪爚南

“去年六月知吴县，明年以忧去。诗或今年作”。
清初佚名苏州人撰《吴城日记》云: “长洲县

令田本沛，丁内艰去任。四月初旬，吴邑汪令兼署

长县事。”由前此有“丁亥新正”云云，可知此四月

在顺治四年( 1647) ; 旋又记述“是时，长洲田令丁

艰去，陈太尊赴常、镇兵宪，吴令汪爚南亦丁母忧

谢事，郡无一正印官”，接着叙述“丁亥四月下旬”
事瑏瑧，可知汪氏署理长洲知县当不满月，故贺诗必

作于该年四月而非顺治三年。汪爚南，字涵夫，一

字拜石，湖广黄州府黄冈人，崇祯六年 ( 1633 ) 举

人，顺治八年知江西贵溪县，十四年知河南府;

“卒年五十二，工诗文，著有《天镜堂遗稿》”瑏瑨。
彭而述《曹疑冢记》“予以岁乙未秋，携起儿赴武

试北上，宿邺北丰乐镇 ( 在今安阳境内———引者

注) ，见壁上题铜雀台诗甚苍壮，诗人为‘楚黄汪

拜石’。惜其太骂，不足服曹公”瑏瑩。对曹操持太

骂的态度，可见持论偏激而不够通达。作为晚明

举人，汪爚南任吴县令后，对当地士人颇为礼遇。
如请徐枋应举书瑐瑠，言辞恳切，情理备至:

汪爚南来函 徐枋回函

台兄以高华之 哲，发 琼 英 之 门。
弟闻风相思，实于徐子夙系声情。
既复从牛鹤老得悉台台素履，意
气干云，风雅应世，不减当年南州
高士。未及握手，殊云耿悒。因
念十余年前弟鸡窗风雨，惟尊翁
先生琅篇是佩，谊犹私淑，安在今
日不可以通家谊效勤恳也? 时奉
功令，为诸上公车者劝驾。知台
台痛情莪蓼，无心应制。但例当
具呈本县、申详藩司，以便汇报仪
部。不则恐当事者不察，概以引
避相绳，未免触忌，有累明哲耳。
祈台兄速裁之，专此以闻。按台
卢大人景仰之切，已托田寅翁专
致，不尽欲言。

孤哀子徐枋稽颡拜: 鲜民之生，仅
余一息，固不能以垂死之身，望尘
匍匐。且先人毕节捐生，藐孤义
当相从止水，更不敢以应死之身
随时俯仰。用是墐户荒庐，屏迹
丘墓，不复知有人间世矣! 不谓
执事以牛父母说项之私，遂致推
屋之谊，翰教忽颁，奖誉谬及。不
孝诚两间罪人，何以当此? 捧楮
汗背，无地自容矣! 另谕领悉，佩
此殊私，惟增铭戢。寻当补牍台
端，种种统希丙照。口占率复，伏
枕主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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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枋 ( 1622 ～ 1694 ) ，崇祯十五年举人，长洲

人，清初著名三遗民之一。父徐汧以晚明进士官

至南明弘光少詹事，乙酉闰六月清军下苏州时投

河自尽。在汪爚南来函前，已有苏松兵备道王之

晋和长洲知县田本沛( 即所谓田寅翁) 致书请出，

徐枋均已明确拒绝并分别答之: “知执事当不以

世法苛垂死之人而罪其不恭也”; “所欠惟一死

耳! 执事试思鲜民之生也如此，而尚能扶之而起

令入世法乎”，颇有以死相拒之意。汪书动之以

私淑之情，晓之以触忌之理，并邀前明贤令牛若麟

( 字鹤沙，黄冈人，崇祯十年至十五年吴县知县，

丁艰去官) ，始说服徐枋愿意呈牍有司。田本沛

顺治三年七月令长洲，次年四月丁母忧。故徐枋

《答吴县知县汪( 爚南) 书》与圣叹《贺吴县汪明府

涵夫摄篆长洲》写作时间仿佛，两人对新朝官员

和政权的态度固别若天壤，然以徐枋的家世背景

看其虚与委蛇，圣叹作为普通士子在兵燹战乱之

际希望新令施以仁政，亦在情理之中。

《下车行》

陈洪认为金诗七古《下车行》“乃顺治九年为

秦世祯按吴事作”瑐瑡，指出: “秦世祯按吴三年，主

要政绩之一是严惩贪官污吏。关于当时吴地吏治

情况，《苏州府志》记载甚详……圣叹诗中‘虎冠

飞择遍诸县，县县大杖殷血流’。正是这种黑暗

吏治的生动写照。秦世祯按吴后……‘诸冤滥久

系者悉清出之，自是民得安枕’; ‘方农时，半月无

雨，人以为忧。世祯一日雪数囚，雨大降，民呼为

御史雨’( 《苏州府志·名宦传一》) 。圣叹所云

‘十年疮痍果苏息’，‘灵雨一至驱畊牛’，似皆非

泛语，而为实指。”后又云“这首诗对秦某实是颂

扬备至，竟以白太傅( 香山) 、韦苏州( 应物) 相期

许”瑐瑢。吴正岚《金圣叹评传》也认为“此诗写的

是顺治九年( 1652) ，秦世祯按吴，惩办贪官污吏，

深得江南民众拥戴的情形”瑐瑣。徐朔方和笔者未

及此诗。
《下车行》全文为:“君不见，今年春风至今吹

不休，百花合沓生长洲。长洲水清照城郭，郭外黄

盖亭亭浮。儿童不惊立道周，父老引领垂素发，传

呼妇女观诸侯。五马行行复止止，切问小麦能全

收。阖闾遗黎去四方，东南岂是无良畴。虎冠飞

择遍诸县，县县大杖殷血流。上天阴雨总□阁，日

照誊黄满墙头。‘我从都门闻，恶卧通夜忧。小

臣无廉隅，得非大臣羞。请与父老约，贻汝此来

牟。且得 粥聊汝生，灵雨一至驱耕牛。十年疮

痍果苏息，然后便宜无不求。’嗟呼下车第一章，

仁君之言何宽柔! 照临万万沟中人，朗如晶壶悬

素秋。儿童合掌妇女拜，三年有成我能讴。白太

傅，韦苏州，千秋万岁，肹蠁与俦。”瑐瑤体味诗意，

“且得 粥聊汝生，灵雨一至驱耕牛”，并非是说

实际已经下雨，而是该官员与百姓的约定: 由其开

仓赈麦( “请与父老约，贻汝此来牟”) ，使饥民聊

得果腹，一旦下雨，便驱牛耕田。这就是此人“下

车”到任伊始的施政计划、约法“第一章”。再看

方志所谓“御史雨”的实际情形，崇祯九年夏秋间

徐增撰《秦御史喜雨歌和王周臣昆仲》有云“娄东

三月不肯雨，冤狱一昭天降雨……只今一州先得

雨，次第六郡皆有雨”瑐瑥，看来只是太仓一地的局

部雨，江南普降喜雨还有待来日。诗中所用与官

职相关的典故，如“传呼妇女观诸侯”，“诸侯”一

词为掌握军政大权的地方长官，最接近秦世祯巡

按苏松常镇监察御史的身份，可是各级地方主官

均可称“侯”，如“郡侯”( 知府) 、“邑侯”( 知县) ，

即此处“诸侯”亦可泛指各级地方长官。其次为

该侯“五马行行复止止”，古人“以五马为太守美

称”瑐瑦，相当于明清的知府，此典似与巡按御史无

关。其三看“白太傅，韦苏州”，唐代韦应物、白居

易都曾于贞元和宝历初年任苏州刺史( 相当于后

世知府) ，而且均以惠政著称; 用太傅代称曾任本

地刺史的白居易( 曾任太子少傅) ，并非暗指赠诗

对象的实际官职，而是带有祝福其将来官运亨通

之意。因此，《下车行》非为已经莅任一年的巡按

御史作，而为刚刚到任的知府作也。那么，此人是

谁? “十年疮痍果苏息”之句，指明乃顺治十年上

任的苏州知府。据《吴城日记》载: 崇祯九年十一

月，长洲知县李廷秀“以贪酷被拿禁，提往江宁审

究”; 十年正月二十日，“知府王光晋被拿，并及衙

役五六十人”，同年八月，“知府高文秀［芳］到

任”瑐瑧。据方志载“高文芳，奉天贡生。十年八月

任。( 按王先［光］晋九年秦世祯奏劾 ) ”瑐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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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下车行》是为高文芳所撰无疑。从长洲知县

李廷秀到苏州知府王光晋的贪酷及数十衙役的横

暴不法，可能是“虎冠飞择遍诸县，县县大杖殷血

流”的直接所指。

《赠夏广文》

陈洪首先指出夏广文即夏鼎，并据《吴县志》
卷四职官表“( 夏鼎) 十年正月任，十四年十一月

劾去”，指出金诗中所咏“十年梦断”、“重来坐”，

“皆指夏鼎修整学宫事。这是他任内的主要政绩

之一，也是金圣叹赠诗的直接原因”; 徐朔方于顺

治十三年内云“作诗《赠夏广文》”，引用“潦倒诸

生久白头，十年梦断至公楼。杏花廊下重来坐，药

草笼中实见收”等诗句后指出: “‘见收’，或指补

廪膳生。可见此年前后圣叹犹未忘情科考。据

《吴县志》卷四，夏鼎，字象也，顺治十年一月任吴

县教谕，十四年十一月被劾去职。”笔者在顺治十

四年内云“此际作诗给吴县教谕夏鼎”，并认为在

此年“给吴县教谕夏鼎所写的诗句中，已经表现

出履新去旧的希冀”。
1． 陈洪所引《吴县志》:“夏鼎，字象也。江浦

( 人) 。……顺治十年为吴县教谕，勤于课士，修

整学宫。督捕万，猾吏，侵占学基，伐树筑室。鼎

申巡抚，督学卒按其罪，毁其居，基址遂清。”查民

国修该县志同卷，“江浦”作“江宁人”( 卷四《职

官表》作“江浦人”，亦不缺“人”字) ; “督捕万，猾

吏”作“督捕厅猾吏”; “鼎申巡抚，督学卒按其

罪”，意似应为“鼎申巡抚、督学，卒按其罪”瑐瑩 ( 据

《东华录》雍正二十三“各府督捕厅专司督缉”，似

不归学政辖制) 。此事康熙县志夏鼎传有更加具

体记载:“学宫颓废，锐意修缮。时刑厅狡胥余茂

卿依势侵占学基，伐殿傍树，筑室其址。鼎申巡抚

都御史周国佐、督学道张能鳞，檄苏州府推官杨昌

龄诣学勘视，卒按其罪，毁其居，基址遂清。”瑑瑠

2． 夏鼎为江宁府江浦( 今南京浦口区) 人，明

崇祯九年举人，十七年任常熟教谕; 清顺治十年春

赴任吴县教谕，龚鼎孳撰《夏象也之吴县广文》诗

送之瑑瑡。康熙县志、同治府志均云夏鼎顺治“十四

年摄长洲县篆，以事去( 官) ”，不确。据顺治十八

年江宁巡抚韩世琦奏疏所记: “十二年六月十八

日行苏松道，六月二十三日转行长洲县……吴县

教谕夏鼎于十一月初四日接署”瑑瑢，可见夏鼎是于

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就曾以吴县教谕代理长洲知县

事( 十四年上半年第二次署理) 。
3． 由于吴县县学自顺治二年清军下江南以

来，因遭受战乱“庙庑堂阁倾圮，敬一亭廨宇斋舍

俱颓，射圃、启圣旧址为奸民所侵，伐树筑室，直逼

内地，顺治十一年教谕夏鼎申巡抚都御史周国佐、
督学道张能鳞，檄苏州府推官杨昌龄诣学勘实，按

罪毁居，基址遂清”。夏鼎不仅收复失地，而且

“捐俸协修”瑑瑣，从而恢复旧观，重建吴县学宫建

筑，故此事对当地诸生影响很大。陈洪谓“是金

圣叹赠诗的直接原因”，甚确，由此可断《赠夏广

文》当撰于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前( 如在此后，就不

会仅称之为“广文”了) ，顺治二年至十二年为整

整十年，“十年梦断至公楼”当是实指吴县县学有

关建筑已经坍毁十年。陈洪从《妙法莲花经》和

《旧唐书·狄仁杰传》找出“药草笼”的出处，认为

是“意谓夏鼎恩泽广被，己虽不才，亦忝在受惠之

列”。有关诗句，可能亦有以吴县诸生的口吻赞

颂夏鼎使之重新有了读书求学场所之意; 笔者拘

泥于至公楼( 元曲中常用词，即明清“至公堂”) 只

建于省城贡院内，认为“‘十年梦断’或指不应乡试

之期;‘重来坐’当指为保诸生身份”，应不成立。

寿吴明府生日诗三首

金氏有《寿吴明府》，因诗中与《赠夏广文》一

样亦有“药草笼”的典故，陈洪云“吴明府为吴明

相，顺治十二年至十四年任吴县知县，故知《寿》
诗与《赠夏广文》同时，可参证”，后又明确先后关

系而含糊赠诗对象:“此后不久，金圣叹赠吴县知

县的诗中，再用‘药草笼’语。”瑑瑤徐朔方于顺治十

三年内将“作诗贺吴县知县吴明相生日”列于“作

诗《赠夏广文》”之后，并云: “有《吴明府生日》两

题，俱为七律，作春景。另有《寿吴明府之一》亦

为七律。后诗云:‘文字因缘千里合，冰霜怀抱一

时开。’《吴县志》卷二云，吴明相字容之，长治人。
去年三月任，明年被劾去职。”吴正岚亦云顺治十

年至十四年间金氏与吴明相“交往频繁”，“所作

寿诗今存《吴明府生日》二首和《寿吴明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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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瑑瑥。
陈洪在论及吴明相时仅引《寿吴明府》，是其

谨慎处。《吴明府生日》两首与《寿吴明府之一》
虽然均“为七律”，赠诗对象恐非一人。从题目

看，某某“生日”与“寿”某某便不一致; 从时序看，

一是作浓郁“春景”:“朝雨万家催种急，春园百处

卖桑齐”，“菖蒲夜雨平郊埛，桃李春风动学墙”
( 次首) ，一似冬春之际:“实爱高寒愿学来……冰

霜怀抱一时开”; 从地点看，一云“西子溪头浪拍

堤”，一云“文字因缘千里合”。在圣叹生活的明

末清初，吴姓任吴县知县者有两人，一是崇祯十七

年吴梦白，一是顺治十二年吴明相。吴梦白，字可

黄，号华崖，浙江崇德 ( 康熙元年改名石门，今桐

乡) 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次年任吴县知县。其

进士履历为“浙江仁和县人。号□霖，治《诗经》，

辛亥生”瑑瑦，可知其约生于万历三十九年( 1611 ) ，

榜籍为仁和 ( 今杭州 ) 。梦白“尚 气 节，工 诗 文

……知吴县，有惠政，未几明亡。唐藩建号，走闽。
闽破，挂冠归……优游林下垂四十年，生平著作甚

富，晚年悉取焚之”瑑瑧，生卒当与李瑞和仿佛。针

对仁和籍的浙人，圣叹贺诗“西子溪头浪拍堤”甚

合。吴明相为山西长治人，家乡距离苏州约两千

里，而苏州与杭州仅隔两三百里，“千里合”只能

是指吴明相。笔者虽已将《吴明府生日》两首与

《寿吴明府》分别系于崇祯十七年吴梦白和顺治

十二年吴明相名下，然所整理《沉吟楼诗选》将清

抄原本为《吴明府生日》( 中隔四题) 、《吴明府生

日》( 中隔五十三题) 《寿吴明府之一》( 逸诗) 合

并于一处瑑瑨，未能完全体现年谱编纂之成果，不够

恰当，再版时应将《寿吴明府之一》置于原处。

《和关使君署桂冬花之作》

金氏有《和关使君署桂冬花之作》: “只道梅

花又早开，却看桂子缀珠胎。小山学士忍寒坐，金

粟先生赴腊来。灵隐五言虽绝唱，肩吾短赋亦清

才。未闻冰雪惊人句，兹日重吟我欲猜。”此诗的

唱和对象从无人道及，笔者二十年来亦时刻在念，

一直以为“关使君”是指姓关的使君( 州府长官) ，

同时又为查不到关姓知府而纳闷。为撰此文才弄

明白，在明清时代这是一个职官名词! 廿载疑惑

一朝得解，甚快。
“关使君”，在明清语汇中并非指姓关的州郡

长官，指的是榷关( 即钞关) 的主官，即榷关的使

君。榷使均由户、工部派出，故称“榷部”。古代

“持节岀使者曰使君”瑑瑩，所以“榷使”又称“关使

君”，全称“榷关使君”瑒瑠。晚明朱长春《朱太复文

集》卷十九《冰阻吴门寄太仓陆震卿》诗句有注

“关使君李叔玄”、陈继儒《陈眉公集》卷二《护松

篇为马仲良关使君作》、邹迪光《始青阁稿》卷八

《秋日送关使君张我程还朝》、董其昌《容台集》诗

卷二《己巳子月饮关使君浴元林司农署中》、陈仁

锡《无梦园遗集》卷五《关使君许平远像赞》、王时

敏《王奉常书画题跋》卷上《题自画赠关使君袁环

中》，诸诗中的“关使君”，都是指榷关使，他们是

李开藻、马之骏、张大猷、林日瑞、许豸、袁枢，分别

于万历十七年至崇祯十六年在浒墅关任职。瑒瑡江

南文人与浒墅官吏的交往，远较其他钞关为密，这

是与当时“通计天下户、工两部关桥一十有七，浒

墅居首，额最重，非他关可比”瑒瑢密不可分的，暗含

着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与钞关的密切关系。
此位金诗所和的“关使君”，很可能是桐城李

雅所云“往余晤金圣叹于严生庵司徒署中”之绍

兴严我公( 一作“躬”) 。康熙李雅序潘江《木厓

集》云:“往余晤金圣叹于严生庵司徒署中。圣叹

之言曰: 古才人皆一枝笔，侬自许是两枝笔。尝观

其五种才子书及唐诗前解后解，所评所论，但一枝

笔也。”署“竹溪同学李雅芥须撰”( 此条史料由邓

晓东博士 2009 年 3 月提供，特此致谢) 。严我公，

字端溪，一号生庵，浙江会稽 ( 今绍兴) 人。明贡

生，南明永历时任右副都御史，顺治六年正月，

“江南江西河南总督马国柱奏舟山伪佥都严我公

率知府许珖等投诚，兼献进剿机宜，愿充乡导”瑒瑣 ;

同年九月，清军大帅欲对东南反清力量施行招抚，

“会稽严我公，鸷猾士也，闻其说，亟造为告身银

印，曰:‘请自隗始。’遂授都御史”瑒瑤。顺治十年，

“实授户部郎中，榷关浒墅”瑒瑥。据关志记载，“奉

敕招抚舟山，著有功绩。迁户部，折节下士，不遑

宁处。且秉性严毅，果于厘剔，关政肃清。署中匾

额联对，多 所 更 题”( 下 任 陈 襄，十 一 年 任 ) 瑒瑦。
《和关使君署桂冬花之作》颈联言其文才，与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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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擅写匾额联对亦合。随后在京城户部任职，谈

迁顺治十二年在京，九月“辛卯，过刘北渔 ( 名世

鲲，山阴人，刘宗周侄———引者注) ，值其居停严

郎中生庵( 我躬) ”; 十月“癸酉，阴，山阴严户部生

庵( 我躬) 招饮”; 顺治十三年正月“辛巳……值严

生庵，留饮”瑒瑧，此年已任户部主事 ( 参《东华录》
“顺治二十六”三月) 。李雅称之为“司徒”，是对

户部官员的雅称。李雅，字士雅 ( 一作嗣雅瑒瑨 ) ，

号芥须，江南桐城人。南明朝寄籍广东，为高州籍

拔贡生，永历时选授江西崇义教谕，庚寅( 顺治七

年) 归。瑒瑩“性卞急，诗文沉酣宏肆”瑓瑠，编《龙眠古

文》传世，著《白描斋诗文集》已佚，年八十二卒。
同邑潘江“咏李芥须”诗云:“岭峤归来名更高，登

车曾许建旌旄。十年一剑肝肠冷，万里孤臣涕泪

劳。伏几但知工笔椠，出门不敢近弓刀。满怀奇

字无人问，风雨荒村贯浊醪。”瑓瑡

陈寅恪先生早就指出今人根据当时诗歌研究

明末清初文人史实，由于上距“作诗时已三百年，

典籍多已禁毁亡佚”瑓瑢，因而难度甚大。陈洪等人

的著述，对金圣叹诗歌官吏交往的行迹给予筚路

蓝缕的考索，实属不易。以上六则商订补遗，仅一

家之言，不足为定论; 且所涉皆为细事，不足修正

或丰富各大著的基本观点，只是从事“史实”研

究，不得不如此耳。《沉吟楼诗选》另有《吴邑黄

明府新婚》，在圣叹生活的万历至顺治间，吴县无

知县姓黄者，“黄”字当属抄误。［本文受到江苏

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资助］

①瑓瑢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7、
10、53 页。
②陈洪:《金圣叹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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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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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 5920、5921、59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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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瑠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七《潘木厓先生传第七十六》，黄山

书社 1990 年版，第 2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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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诗》齐己诗校勘八则
周 衡

齐己是唐五代之际著名的诗僧，其诗清润平淡，亦复

高远冷峭。《全唐诗》( 中华书局 1999 年增订本) 录其诗

十卷，陈尚君先生《全唐诗续拾》又增补两首一句。然《全

唐诗》所收录齐己诗部分诗题、诗句时有讹误，可结合四

库本《白莲集》、四部丛刊本《白莲集》以及相关文史资料

加以校勘。兹择其要者作此小札，以求教于方家。
1．《全唐诗》卷八四三《匡山寓居栖公》。按，诗题或

脱一“寄”或“怀”字，当为《匡山寓居寄栖公》或《匡山寓

居怀栖公》。
2．《全唐诗》卷八四三《送冰禅再往湖中》。按，冰禅，

《唐音癸签》卷三三记《宣和书谱》真迹中有齐己《送冰禅

侄诗》、《寄冰禅德诗》。又齐己有《勉道林谦光鸿蕴二首

( 侄) 》、《示诸侄》、《秋夕寄诸侄》等诗，或冰禅即诸侄之

一，其和谦光、鸿蕴诸僧皆与湘中道林寺有关。又此诗尾

云:“应笑游方久，龙钟楚水濆。”可见此诗作于齐己晚年

居荆渚时，“游方久”是齐己感慨自己离开道林寺后先居

匡庐，后滞荆渚。故“湖中”或为“湘中”之误。又诗首联

有“南去与谁群”，湘中在荆渚之南，亦可证“湖中”之误。
3．《全唐诗》卷八四五《和翁员外题马太傅宅贾相公

井》。四库本《白莲集》亦作“马太傅”，四部丛刊本《白莲

集》作“马太师”。按，当从“马太师”。诸本作“傅”乃受

诗中“太傅欲旌前古事”影响，然此“太傅”当指贾谊，其曾

任长沙王太傅。诗题中“贾相公井”即贾谊井。又此“马

太傅”当指马殷。《旧五代史》卷一三三本传:“( 马) 殷于

梁贞明中，为时姑息，所求皆允。累官至守太师，兼中书

令，封楚王。”《旧五代史》卷三一一: ( 同光二年夏四月)

“乙亥……楚王马殷可依前守太师，兼尚书令。”考马殷生

平，未见其任太傅事。故此诗题当为“马太师”。
4．《全唐诗》卷八四六《寄怀钟陵旧游因寄知己》。诗

首有“洗井僧来说旧游”一句。四库本《白莲集》亦作“洗

井”，四部丛刊本《白莲集》作“洪井”。按，《元和郡县志》
卷二八:“隋开皇九年，平陈，置洪州，因洪崖井为名。”《太

平寰宇记》卷一○六江南西道四洪州: “南昌山……梁

《志》:‘豫章有铜山，山中有洪井，飞流悬注，其深无底。
山有洪崖先生炼药之井，亦号洪崖山，有石臼存。’”又顾

况《同裴观察东湖望山歌》: “水淹徐孺宅恒干，绳坠洪崖

井无底。”故此当以“洪井”为是。
5．《全唐诗》卷八四六《得李推官近寄怀》。按，诗首

联言:“荆门前岁使乎回，求得星郎近制来。”故诗题“近”
后当脱“制”字。

6．《全唐诗》卷八四七《与节供奉大德游京口寺留

题》。按，“京口寺”当为“曾口寺”。此诗当作于齐己晚

年居荆州期间，此时齐己不可能游润州京口之寺。且齐

己另有《寄怀曾口寺文英大师》，《北梦琐言·逸文》卷三

“僧彦翛恍惚见秦王”条: “草书僧文英大师彦翛，始在洛

都，明宗世子秦王从荣复厚遇之，后有故，南居江陵西湖

曾口寺。”可知曾口寺在江陵。又齐己此诗云“水边精舍

绝尘埃”，而曾口寺亦在“西湖”边，故齐己和节供奉所游

应是曾口寺。
7．《全唐诗》卷八四七《送僧归日本》。此诗诗题或

误。诗言“却忆鸡林本师寺”，“鸡林”即新罗，故诗题之

“日本”则与“鸡林”不符。杨夔《送日东僧游天台》: “回

首鸡林道，唯应梦想通。”陈允平《赠新罗僧》: “便帆才过

日东来，浅色伽梨短样裁。”又此诗首云“日东来向日西

游”，故诗题或为“送僧归日东”。
8．《全唐诗续拾》卷五○《落星寺》。此诗乃陈尚君先

生从《吉石庵丛书》本《庐山记》卷四辑入。然此诗文字多

有疑义。如颔联“楼阁两回青嶂冷，轩窗风度白蘋香”中

“两回”与“风度”对仗不合。又颈联“经秋远雁横高汉，

风寒涛响夜堂”中“风”字处应为仄声，平仄出错，且颔

联已出现“风”字。此处可据殷礼在斯堂丛书本《庐山记》
卷四校勘，颔联“两回”作“雨回”，颈联“风”作“月”，应是。

( 作者单位: 江苏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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